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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二手车市场 洗牌进行中
卖车过程问题多多

传统二手车商面临利润大幅下滑的困境

传统车商遭遇利润之痛
5 月 14 日前后，大河汽车记者走
个七八成新车的价格。这样的二手车
“由于土地价格上涨，二手车市场
访郑州二手车交易市场看到，无论是
交易，可不少挣钱呢！”做了十几年二
购买土地的资金压力较大，因此带来
品牌专卖店，还是二手车市场，都是车
手车生意的老韩告诉记者，现在随着
的租金成本就比较高。”一名优优派克
多人少，
交易较为冷清。
行业越来越规范化，这里面的差价已
的前工作人员说，由于单车利润下滑
在采访中，不少商户跟记者抱怨
经越来越小，好的时候一辆车利润一
以及批发量的锐减，以场地租金为主
今年生意难做，一些畅销的中低端车
两万，
差的时候甚至要赔钱。
的汽车品牌卖场就变得盈利困难，他
型今年销售都比较困难，利润下滑严
另一方面，二手车市场过户费一
告诉记者，为了补贴经营成本，春节前
重。
直是传统二手车市场依靠政策垄断的
后优优派克还做过新车销售，但因为
“高端车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二 “第一桶金”，十多年前，动辄车辆评估
没有 4S 店在销售、售后、金融、保险等
手车商高先生说，最近这几天，宾利添
价格 2%~3%的收入，经过这两年政策
各个环节的盈利能力，只能赚取单车
越 V8 版本比 W12 版本便宜 128 万元
不断调整和区域内竞争放开，正在大
差价，300 台新车只赚了 20 万元，
“新
的消息，让他们叫苦不迭，加上贸易战
幅下降。
车价格太透明不赚钱，二手车利润又
等潜在的风险，做高端二手车的车商
有二手车商告诉记者，现在平均
一直下滑，加上电商的挤压，二手车超
也面临利润下降、风险增高的问题。
每台车的过户费收入已经由十年前的
市的模式很难”。
“从年初开始，因为好多热钱进
1400 元下降到不足 400 元，单一过户
吴永超认为，传统二手车市场近
入，二手车行业已经是第四轮抢货了， 费收入下降 70%，这也是造成利润下
几年发展最大的问题就是整体产业链
车源价格一路走高。”吴永超告诉记
滑的原因。
“全而不强”，拍卖、检测、网络、信息、
者，比起 2015 年之前，现在传统的二
在销售端，二手车商也面临着新
营销、延保、维修、租赁、金融等几乎所
手车商利润一直在下降。
问题。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除了个
有环节都有涉及，但并没有实际做大
传统二手车商利润的下滑，有行
人用户购买和省内批发之外，郑州二
做强。而为了抢车源，目前多数二手
业规范化带来的影响。以前的二手车
手车主要的市场是东北三省和新疆， 车销售公司都在利用金融杠杆做大规
市场上，车商可以用各种方式压低价
但从 2017 年开始，越来越多的东北和
模，自有资金和贷款的比例甚至高达
格收购旧车，之后改改里程数，修理一
新疆批发商选择到宁波和西安等地进
1∶2，一旦市场下滑，金融机构缩贷、催
下损坏的部位，隐瞒车辆曾出过的问
车，直接造成了郑州二手车商库存压
贷或停贷，就会出现问题。
题，再以高价售出。
“三四成新的车，卖
力增加。

既然车源是传统二手车商家和电商
平台争夺的重点，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二
手车的车主卖车会更容易一些呢？
记者以卖家的身份将两台二手车分
别挂在优信、人人车、瓜子三家网上交易
平台，又联系了二手车商，结果发现，无
论是二手车电商还是传统车商，无论是
C2C 包卖模式还是 C2B 拍卖模式，大部
分定价随意，评估确定后的报价甚至拍
卖价，还能继续“砍价”，同一台车的报价
最大差额近 2 万元。
这次用于测试的有两辆车：一辆是
科 鲁 兹 2012 款 1.6L，另 一 辆 是 标 致
3072010 款手动舒适版；结果显示，电商
平台的“一口价”销售模式，不但定价相
当随意，而且有很大的调价空间，为了能
买下记者的二手车，两个电商平台对科
鲁兹从 5.8 万元叫价到了 6.5 万元，标致
307 系统评估价为 4 万元，而两家电商平
台的评估师先后联系记者后，价格成为 5
万元。
而在现场评估环节，无论是电商平
台还是传统的二手车商，都未能发现科
鲁兹右前门进行过钣金、变速箱渗油等
问题，也没有检查出标致 307 经过变速
箱大修等问题，大多是凭肉眼观察车门
和漆面等部位，以及内饰是否破损。
吴永超告诉记者，二手车不像新车
有明确的定价，年份、车况、手续等都是
直接影响二手车价格的因素，另外品牌
知名度、新车价格变动、维修、配件、油
耗也都是影响二手车价格评估时的重
要因素，而目前这个环节做得还不够专
业。
不光是车况的评估存在问题，一般
情况下，一台二手车过户需要查看行驶
证、车辆登记证以及车辆保单等材料。
行驶证确保车辆能合法上路，车辆登记
证则记录其产权以及过往过户经历，而
车辆保单则显示车辆的保险购买情况以
及保险是否过期，但记者发现，在实际操
作中，只有人人车和优信要求核实保单，
而瓜子二手车和传统车商只拍摄了行驶
证。
在销售环节更是让人迷惑，记者只
登记了几个平台，却收到了七八个看车
电话，车还没有在平台上架，就已经有
“买家”联系说要买车了。
下转 AⅡ·03 版

汽车电商面临成本高企
“车主多卖钱，买家少花钱”
“个人
车主直接把车卖给个人买家”
“没有中
间商赚差价”……二手车电商广告的
轮番轰炸，受刺激的不光是传统二手
车商，
还有个人用户。
“实体的线下二手车交易是零散
的，无法规模化；互联网交易平台是发
展趋势，想象空间大。”郑州市汽车流
通行业协会秘书长吴大胜说，二手车
电商平台有着政策支持，具有轻资产
以及互联网化平台化覆盖的优势，确
实在冲击着传统的二手车商家。
“我的车在人人车能卖到 10.8 万
元，可 4S 店只估了 9.5 万元，当然选人
人车了。”郑州车主陈先生本来想在
4S 店里置换新车，结果发现店内的二
手车评估价格比电商平台低了一万多
元，
当即选择把车交给人人车平台。
在河南，像陈先生这样，选择把车
交给电商平台寄卖的车主越来越多，
这既造成了传统二手车商的车源紧
张，也让电商平台的交易量一路看涨，
人人车、瓜子二手车和优信等平台纷
纷表示，他们在河南的月销量已经在

千台规模。
对于传统的二手车商来说，电商
平台采用的寄售模式，以及只收取服
务费的方法，都对他们造成了很大冲
击，
“ 也不能说人家这样做是烧钱，主
要还是传统的二手车商做得不够好。”
吴永超说，在电商平台的竞争下，二手
车进销差价正在变得透明，这对于消
费者乃至全行业的提高来说，都是有
好处的。
但在表面的快速增长之下，二手
车电商平台也有自己的烦恼，那就是
高成本。
“目前二手车电商主要有四种模
式：车商对车商的 B2B 模式，以优信二
手车为代表的 B2C 模式，以开新、天天
拍车为代表的 C2B 模式，以及以人人
车 和 瓜 子 二 手 车 为 代 表 的 C2C 模
式。”刘宽告诉记者，无论哪种模式，核
心都是靠互联网进行转化，但流量转
化的成本，要比想象得贵很多。
“为了争取车源，二手车电商现在
都是不遗余力。”刘宽说，去年底，人人
车推出“三天包卖”，消费者可直接把

车卖给平台方拿到大部分货款，随后
竞争对手也推出相似的“14 天包卖”，
目的就是为了抢夺车源。
但这种模式显然也是有风险的，
车置宝 CEO 黄乐曾评价，包卖是“资
金买效率”，会导致平台库存急剧增
加。
“一旦出现爆仓，铁定是亏的。”
瓜子二手车的负责人也表示，目
前单纯依靠 3%左右的佣金收入，根本
不足以维持平台的运营，更不用说盈
利，所以几乎所有的电商，都把重点放
在汽车金融等服务上，期望从中能获
取更多收入。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中国二手车
市场交易主体以公司和个人交易者
为 主 ，导 致 市 场 分 散 ，交 易 效 率 较
低。且二手车属于非标品，长期存在
一车一况一价、市场不透明等行业问
题 ，又 存 在 着 非 标 化、低 频 次、高 消
费、重决策的产品及消费特征。所以
二手车电商要想把砸出去的钱变现
回流，加快汽车金融、建立二手车交
易信息采集平台等提升消费体验的
布局迫在眉睫。

许多传统二手车商积压了大量库存，甚至包括之前热
销的豪华车。

